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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7) Abstract: A Hall-type run-length limited self-resetting coding device for a garage gate machine comprises a nylon turbine (5), a
driving motor (1) for driving the nylon turbine (5) to rotate, a motor rotation counting limit mechanism for carrying out rotation
counting limit on a rotor shaft of the driving motor (1), and a turbine counting calibration mechanism for calibration of the driving
motor's (1) limited run-time. The turbine counting calibration mechanism comprises a turbine magnet (4) arranged on the nylon tur
bine (5) and a turbine position Hall element (9) adapted to the turbine magnet (4). The device i s compact in structure and can effect
ively limit the limit deviation of a garage gate.

(57) 摘要:一种车库门机霍尔式跑限位自复位编码装置，包括尼龙涡轮 （5 ) 以及用于驱动尼龙涡轮 （5 ) 转动的
驱动马达 （1 ) ，对驱动马达 （1 ) 的转子轴进行转动计数限位的马达转动计数限位机构以及用于对驱动马达
( 1) 跑限时进行校准的涡轮计数校准机构，涡轮计数校准机构包括安装于尼龙涡轮 （5 ) 上的涡轮磁铁 （4 )
以及与涡轮磁铁 （4 ) 适配的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 。该装置结构紧凑，能有效限制车库门的限位偏离。



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编码装置 ，尤其是一种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
编码装置 ，属于车库 门机 限位 的技术领域 。
背景技术

尼龙蜗轮减速式蜗杆蜗轮车库 门马达具有噪音小，效率高，一致性好 的优
点，但是在停止状态时，若输 出轴加一较大扭矩 时可能会带动蜗杆旋转 ，车库
门马达的 自锁能力差 ，常规 的蜗杆轴霍尔脉冲累加计数式 限位方式会造成车库
门机 限位偏离，而无法使用 。

为了限制车库 门机 的限位偏离，传统做法是在和车库 门体始终保持 同歩 的
轨道链条或 同歩带适当位置设置一参考点，在 电机合适的位置安装一个适配的
参考点开关 。当车库 门的行程设定好后 ，参考点脉冲位置和限位计数脉冲保持
一定的脉冲数量间隔。当车库 门在停止状态受额外的强扭造成跑限，参考点脉
冲和限位计数脉冲在这个点的相对个数就会 出现偏差；这种情况下 ，在下一次
运行经过参考点时把原来的脉冲间隔数恢复回去即能制止跑 限。

这种参考点防跑 限做法直观有效 ，但 因为增加 了参考点和参考点开关 ，给
生产和用户安装增加麻烦 ，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本实用新型 的 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 中存在 的不足 ，提供一种车库 门机霍尔
式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其结构紧凑 ，能有效限制车库 门的限位偏离，成本低 ，
控制精度高 ，安全可靠 。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 的技术方案 ，所述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
装置 ，包括尼龙涡轮 以及用于驱动所述尼龙涡轮转动 的驱动马达 ；还包括用于
对驱动马达 的转子轴进行转动计数 限位 的马达转动计数 限位机构 以及用于对驱
动马达跑 限时进行校准 的涡轮计数校准机构 ；所述涡轮计数校准机构包括安装
于尼龙涡轮上的涡轮磁铁 以及与所述涡轮磁铁适配 的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

所述马达转动计数 限位机构包括安装于驱动马达转子轴上 的马达磁铁 以及
与所述马达磁铁相适配的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

所述尼龙涡轮安装于涡轮壳体 内，涡轮壳体上设有与涡轮壳体匹配 的涡轮
盖体 ，所述马达位置霍尔元件、涡轮位置霍尔元件安装于涡轮盖体上 。

所述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涡轮位置霍尔元件均位于霍尔 电路板上 ，所述霍
尔 电路板嵌置于涡轮盖体的电路板安装槽 内。

所述 涡轮盖体上 设置与霍尔 电路板 以及 电路板安装槽相适应 的 电路板盖

本实用新型 的优点：通过位于驱动马达转子轴上 的马达磁铁与匹配 的马达
位置霍尔元件构成马达转动计数 限位机构 ，通过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以及尼龙涡



轮上 的涡轮磁铁配合对跑 限的进行校准 ，能有效限制车库 门的限位偏离 ，结构
紧凑 ，成本低 ，控制精度高 ，安全可靠 。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涡轮磁铁在尼龙涡轮上的位置示意 图。
附图标记说 明： 1-驱动马达、2-涡轮壳体、3-马达磁铁、4-涡轮磁铁 、5-尼

龙涡轮 、6-电路板安装槽 、7-霍尔 电路板、8-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9-涡轮位置霍
尔元件、 10- 电路板盖板 以及 11-涡轮盖体 。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歩说 明。
如 图 1 和 图 2 所示：为 了能有效限制车库 门的限位偏离 ，本实用新型包括

尼龙涡轮 5 以及用于驱动所述尼龙涡轮 5 转动的驱动马达 1 ; 还包括用于对驱动
马达 1 的转子轴进行转动计数 限位 的马达转动计数限位机构 以及用于对驱动马
达 1 跑 限时进行校准 的涡轮计数校准机构；所述涡轮计数校准机构包括安装于
尼龙涡轮 5 上的涡轮磁铁 4 以及与所述涡轮磁铁 4 适配 的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具体地 ，所述尼龙涡轮 5 安装于涡轮壳体 2 内，涡轮壳体 2 上设有与涡轮
壳体 2 匹配 的涡轮盖体 11，所述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安
装于涡轮盖体 11 上 。马达转动计数限位机构用于对驱动马达 1 的转子轴 的转动
圈数进行计数 ，根据马达转动计数 限位机构 的计数值能确定车库 门的位置 ，从
而能确定车库 门的有效限位位置 。

由于车库 门机 的使用条件差别很大 ，可能有额外 的强扭力 、门体安装重量
严重不平衡 、长时间的积累等 因素会造成 限位偏离 。为 了能对马达转动计数 限
位机构 的限位位置进行校准 ，避免限位偏离造成 的影响，采用涡轮计数校准机
构进行偏离校准 ，涡轮磁铁 4 安装在尼龙涡轮 5 上 ，涡轮磁铁 4 跟随尼龙涡轮 5
转动时，位于涡轮磁铁 4 转动切线方 向上的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能检测到所述
涡轮磁铁 4，并产生相应 的脉冲 ，从而能对尼龙涡轮 5 的转动位置进行检测 ，通
过对尼龙涡轮 5 位置检测得到的脉冲值对马达转动计数限位机构进行校准 ，能
有效限制车库 门的限位偏离。

进一歩地 ，所述马达转动计数 限位机构包括安装于驱动马达 1 转子轴上 的
马达磁铁 3 以及与所述马达磁铁 3 相适配 的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驱动马达 1 的转子轴伸入涡轮壳体 2 内，即马达磁
铁 3 位于涡轮壳体 2 与涡轮盖体 11 之间的区域 ，马达磁铁 3 能跟 随驱动马达 1
的转子轴转动 。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与马达磁铁 3 配合 ，在马达磁铁 3 转动后 ，
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能通过马达磁铁 3 的配合关系，确定驱动马达 1 的转子轴
的转动圈数 ，如在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的 0 脉冲确定为开 门位置 ，而在计数脉
冲达到 N 个时，能确定为关 门位置 ，计算脉冲 N 的具体大小可 以根据需要进行
确定，为本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与马达
磁铁 3 的配合关系、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与涡轮磁铁 4 之间的配合关系均为本
技术领域人员所熟知。



在驱动马达 1 以及尼龙涡轮 5 转动工作时，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与涡轮位
置霍尔元件 9 间相互不干扰。在出现限位偏差时，则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的计
算脉冲与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间的脉冲差值产生变化，根据所述脉冲差值进行
调整，即能实现对限位位置进行校准。驱动马达 1 的每次跑限都是轻微的，通
过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均能检测到，驱动马达 1 的一圈的行程是 125mm-144mm ，
除非人为破坏或严重的结构损坏，则驱动马达 1跑限后不能进行校准的情况基
本不可能发生。

所述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均位于霍尔电路板 7 上，所
述霍尔电路板 7 嵌置于涡轮盖体 11 的电路板安装槽 6 内。

所述涡轮盖体 11 上设置与霍尔电路板 7 以及电路板安装槽 6 相适应的电路
板盖板 1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均固定设
置在霍尔电路板 7 上，霍尔电路板 7 位于电路板安装槽 6 内，通过电路板盖板
10 对霍尔电路板 7 进行压盖密封，通过霍尔电路板 7 能方便将马达位置霍尔元
件 8、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的脉冲输出。具体实施时，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涡
轮位置霍尔元件 9 可同在一块或分别在不同的两块霍尔电路板 7 上，霍尔电路
板 7 可以为 PCB 板；当然，霍尔电路板 7 还可以安装在涡轮盖体 11 的其他位置
或安装在除涡轮壳体 11 外的其他所需位置。

本实用新型通过位于驱动马达 1 转子轴上的马达磁铁 3 与匹配的马达位置
霍尔元件 8 构成马达转动计数限位机构，通过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以及尼龙涡
轮 5 上的涡轮磁铁 3 配合对跑限的进行校准，能有效限制车库门的限位偏离，
结构紧凑，成本低，控制精度高，安全可靠。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包括尼龙涡轮 （5 ) 以及
用于驱动所述尼龙涡轮 （5 ) 转动 的驱动马达 （1) ; 其特征是：还包括用于对驱
动马达 （1) 的转子轴进行转动计数限位 的马达转动计数限位机构 以及用于对驱
动马达 （1) 跑 限时进行校准 的涡轮计数校准机构；所述涡轮计数校准机构包括
安装于尼龙涡轮 （5 ) 上 的涡轮磁铁 （4) 以及与所述涡轮磁铁 （4) 适配的涡轮
位置霍尔元件 （9)。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其特征
是：所述马达转动计数 限位机构包括安装于驱动马达 （1) 转子轴上的马达磁铁
( 3 ) 以及与所述马达磁铁 （3 ) 相适配的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其特征
是：所述尼龙涡轮 （5 ) 安装于涡轮壳体 （2 ) 内，涡轮壳体 （2 ) 上设有与涡轮
壳体 （2 ) 匹配 的涡轮盖体 （11 ) ，所述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 )、涡轮位置霍尔
元件 （9 ) 安装于涡轮盖体 （11 ) 上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其特征
是：所述马达位置霍尔元件 （8)、涡轮位置霍尔元件 （9 ) 均位于霍尔 电路板 （7 )
上 ，所述霍尔 电路板 （7 ) 嵌置于涡轮盖体 （11 ) 的电路板安装槽 （6) 内。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车库 门机霍尔式跑 限位 自复位编码装置 ，其特征
是：所述涡轮盖体 （11 ) 上设置与霍尔 电路板 （7 ) 以及 电路板安装槽 （6 ) 相
适应的电路板盖板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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